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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 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85 周年之际，学会编辑出版了以王晓民理事长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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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荫——中国生理学团队记》。从 2013 年第 3 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以飨读者。 

 

曾历绚烂缤纷处，复归百年于平淡 

——刘曾复教授传略 

李效义 

 
刘曾复教授，

字俊知，1913 年 11

月 9 日生于南京，

幼年随父母迁居北

京。九三学社会员、

中国共产党党员。

现为中国生理学

会、中国生物物理

学会、中国生物医

学工程学会会员。

曾任北京生理科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北京

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刘曾复先生于 1932 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高中；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

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8 年至 1942 年在

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实习。1943年至1945

年在北平中国大学生物学系任讲师。1945 年任

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学教研

室讲师，1950 年任副教授，1956 年任教授；

1960 年后任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

学）生理学教授，生理学教研室主任，1987

年又转任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系主任，1990 年任

该系名誉系主任（现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名誉院

长）。刘曾复又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曾任

北京市戏曲学校艺术顾问。 

一、风物长宜放眼量，推陈出新理尽详 

刘曾复教授在推动国内生理学学科发展的

工作中，不遗余力，且卓有成效。为了介绍生理

学科中关于系统分析的观点，刘曾复教授与其合

作者深思博采，从 1978 年起先后发表了“控制

理论与生理控制系统（生理和生物化学系统分

析）”，“定量生理学”，“学说、实验在生理

学研究中的作用”等文章；并于 1983 年与他人

共同开设了研究生公共课程“定量生理学”。刘

曾复教授认同并强调生理系统分析在生理学研

究上的应用适合于从分子水平到整体水平的所

有研究层次，认为生命是一种系统的特性，它在

整合生理学、调节生理学、普通生理学、比较生

理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中能更好地把学说和实验，

演绎与归纳，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计算机科学

在生理系统数学模型建立和仿真上的应用将有

助于这一结合的实现。 

刘曾复教授率先开展“定量生理学”课程

是基于如下考量：①近百年来许多生理学工

作，例如神经生理学中的电缆方程、Hodgkin 

Huxley 方程等，由于涉及数学和模型思想，虽

然一般地能为学生所了解、默许，但不同人员

对它们的认识深度和评判能力则颇有出入；②

近些年来生物医学工程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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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有关单位开展，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正

式开设了生理数学模型及其所应用的数学、统

计学、控制理论等基础课程；③由于新电子学、

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当今生

理学工作的研究策略有一定的变化，运用新的

研究策略既可发挥理论的作用又能提高实验

的效率。 

如上所述，今天在生理学、生物医学工程

学等专业，讲授生理学中实际应用的向量分

析、偏微分方程、线性控制系统数学等基本内

容，对学生学习生理系统分析中数学模建立和

计算机仿真工作是必要的。刘曾复教授认为

“定量生理学”并不是一个新的术语或新的生

理学分门，一般常说开创近代生理学的代表人

物 W. Harvey 建立了定量生理学，这就意味着

定量是现代生理学的一个工作特征，更全面地

说，Harvey 的血液循环研究包括着模型、实验

和定量三方面的工作内容，这也正是今天生理

学的研究情况。当然几个世纪以来生理学在工

作实质上是不断前进的。从心脏动作的水泵模

型到神经传导的铁线模型，到 Hodgkin Huxley

模型；从血液循环的解剖学实验到兼用解剖

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和思想来进行生理学

实验，到生理学研究中实验－归纳与学说－演

绎有机结合；从根据心输出量大小进行血液循

环推理的算术计算到广泛采用数学和计算技

术的系统分析定量研究。充分说明了生理学研

究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 

二、千磨万击还坚劲，事非经过不知难 

刘曾复教授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有他独到

的见地。1960 年他奉命调到刚刚成立的北京第

二医学院任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他除了编

写全新的讲课教材、实验指导、主讲课程和领

导实验室建设之外，还为培养年轻教师倾尽全

力。他亲自指导青年教师做准备实验、写实验

报告，不但教给他们具体的实验技术，还指导

他们通过具体的实验学习科学研究的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例如，科学研究的建模思想、

实验条件的控制、生理数据的测量和统计处

理、图书文献资料的利用等等。他鼓励青年充

分利用实验室的条件进行实验，而不要仅仅热

衷于通读一大本的教科书。在建院初期，仪器

设备等各项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由于他的

积极倡导和推动，教研室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

时，还利用杠杆、记纹鼓、自制小仪器和仅有

的一台心电图机开展起热火朝天的研究工作。

那时正值困难时期，虽然生活艰难，但全教研

室上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劲头十足。当时开

展科研工作的实际收获并非所发表的几篇论

文，更重要的是在青年教师头脑中培养起来的

研究思想和科研工作意识。“文化大革命”期

间，高校的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几乎都陷入停

顿状态。搞科研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名利、

走白专道路，刘曾复也被批判为“和无产阶级

争夺接班人”。但是，当乌云散去，高校又重

获新生之后。“文化大革命” 前打下的科研

工作基础竟成为后来生理教研室开展科研工

作和多届研究生开展学位课题研究的起跳板、

奠基石。 

刘曾复教授总是热情地鼓励青年教师树

立为科学献身的坚定信念，他经常说： “干

生理就要白天黑夜想生理”，“搞科学实验经

常要日以继夜地工作”， “实验没结束就开

始收拾器械、处死动物，以便按时下班是干不

成事业的”，要有“学到如愚始见奇” 的精

神。他还主张青年教师搞科研工作要“早归行、

早成专门家”，只有尽早选准研究方向并持之

以恒地工作才能做出成绩。他特别强调好的科

研想法的重要性。要有好的科研想法，除了要

不断向别人学习、向当代文献学习和勤于思考

之外，更需要锲而不舍的科研实践。有高精尖

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技术，没有好的想法，也不

能作出有创见的工作。 

刘曾复教授对青年人爱护备至，对他们总

是谆谆教诲、耐心指导、热情鼓励、积极扶植。

他从教几十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人，今天

许多人都已成为工作岗位上的栋梁之材。他上

承老师之恩，下施老师之教，他的学生遍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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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桃李盛开，满园飘香。这正是对他在高

校辛勤耕耘数十年的最好回报。 

三、落日无边江不尽，云在青天水在瓶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悟叶已秋声。光阴

若白驹过隙，刘老先生以年逾九旬之躯，于

2009 年 6 月 11 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追求半个世纪而终于实现的人生目标。

在鲜红的党旗下，当他听到党组织批准他的入

党申请时，他激动地说： “今天是我一生中

最激动的一天，我入党了！我开始作党的小学

生，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继续好好工作”。早

在他初中时期就开始阅读当时的进步书籍“三

民主义”、“新青年” 等著作，在历次学生

运动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解放后，刘曾复成

为新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开始阅读毛

泽东选集，从思想上向党组织靠拢。1958 年大

跃进时期，刘曾复教授向党组织首次正式提出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几十年来，虽然历经

坎坷，但是，他追随党拥护党的政治信念坚守

不变，可谓年逾九旬志尤坚。在工作中，刘老

先生深感学校党组织对自己工作上的信任，自

觉在教育教学岗位上做好所从事的学术与学

科建设工作任务；主动从思想上向党组织靠

拢，更加坚定了他加入党组织的决心。2008

年年底，他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 

在发展大会上，老人几次想起立宣读自己

的入党申请书，老师们担心他的身体，他抱歉

地说：“我只能坐着读了。” 他戴上老花镜，

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入党申请，介

绍着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在入党介绍

人和支部同志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他拿着笔

认真记录着大家的意见。学校党委书记李明同

志代表校党委讲话， “热烈欢迎刘教授加入

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来，刘教授 50 多年对

信仰的忠贞不变，是我们所有党员的榜样。”

一位列席发展会的大三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代

表激动地说，“没有信仰的生活只能叫活着，

有信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刘教授让我们

年轻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刘老

先生这种苍天不老，吾身不闲的精神，令到场

的所有师生员工被这一生动而富有教育意义

的场景所感动。 

四、丹青不知老将至，门前依旧夕阳霞 

刘曾复教授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生理

学家，他对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和脸谱也有极

高的造诣。他除能演出大量京剧老生戏外，还

发表过许多京剧艺术评论文章和京剧脸谱专

著，他的手绘京剧脸谱图解被国内外许多著名

博物馆中收藏。中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收

藏和公开播放他的京剧老生戏录音。《京剧知

识词典》还专门列有介绍刘曾复教授京剧艺术

的条目。 

刘曾复教授说，学习、研究京剧艺术与研

究科学问题一样，都曾使他受到深刻教育，特

别是在如何客观评判自身的学识与能力方面

所受的教育，印象最深。他说，他从小喜爱京

剧，看的学的多了，自己也能唱上几出。大学

毕业后，有机会正式师从王荣山先生学京剧老

生戏，开始还曾受过先生的表扬，加上自己在

大学读过中国音韵学课程，就自以为对京剧已

经很懂了。大约过了一年，王先生提出要教他

一出戏《举鼎观画》，这本是他早已知道的剧

目，王先生看出了他的心态，严肃地说，你的

念白比不会还不会，从这出戏学学念白吧。他

听了老师的话，一句句地跟老师学这出戏的念

白。刘曾复教授说，这一学真是大有收获，这

一学才使他明白自己的念白就是老师所说的

那样：“比不会还不会”。一年之后，王先生

又说：“你的唱比不会还不会，……，”又过

了半年，王先生又说： “你的脚步比不会还

不会……。”就是经过如此的学习，他才逐渐

明白学京剧要真正下功夫学会基本功法，达到

能登台演出的基本要求，才能算“会”，才能

算是入了京剧之门。刘曾复教授说，这一番“比

不会还不会”的教育使他受益终生。每当谈起

这段学习京剧艺术的深刻经历，刘教授总是联

想当年生理学老师对他的教导，使他理解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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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正做到能够独立动手进行实验研究，才算能

登上生理学之“台”。刘教授说，跟王先生学戏

使他认识到京剧艺术是一个大系统，王先生强调

演唱京剧要强调一个“整”字，前后台各方面的

工作要做到整体配合，才能演出一台好戏，这与

应该重视“整合生理学”研究非常相似，他说，

科学与艺术之间似乎并无不可超越的鸿沟，不论

哪一门类的工作，只要潜心去做，就能触类旁通。

丹青不知老将至，门前依旧夕阳霞。期颐之年的

刘老先生，以一颗赤子之心，仍然思考着，学习

着，乐而不疲地将所学奉献于社会，晚年生活如

夕阳霞光缤纷而美好。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刘曾复教授生活朴素，待人谦和，而

又学识渊博，文采雅致，真为谦谦君子也。刘

曾复教授也常常告诫自己，要淡泊名利，和光

同尘。我等后学深受其教，谨撰此文作为刘先

生的传略，以示敬意。 

 

作者简介：李效义，男，生理学教授。现

任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党总支书记。1983

年至 1986 年攻读生理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刘

曾复教授。 

Professor Zeng-Fu Liu, courtesy name 

Junzhi, was born in Nanjing, P. R. China in 9th 

Nov 1913 and moved to Beijing with his parents 

when he was a child. After graduation from 

Qsinghua University in 1937, he had served 

successively as a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in 

Beijing Medical University and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He is a memb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Jiu San (SPET 3rd) 

Society. Professor Liu is the Member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Chi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e used to 

be director of Beijing Branch of CAPS, 

executive member of CAPS,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f Chi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onorary director of Beijing Branch 

of Chinese Society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s a famous scientist of physiology in Chinese, 

Professor Liu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general physiology, electrophysiology and 

integrative physiology. He is also an active 

pioneer and pusher in fields of Biocybernetic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tc. In addition,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opera are 

considerable.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 

 

河北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由教学单位

和科研单位两部分组成，隶属河北医科大学基

础医学院，创建于 1931 年，具有悠久的历史。

1978 年，生理学科由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

士学位授权点；1986 年，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

点（河北省第一个理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并

被河北省教委定为首批河北省重点学科；2002

年首批被评为河北省精品课程和河北省重点

学科；2005 年在教育部的本科评估中表现突

出；2009 年生理学双语教学课程荣获“国家级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018 年获批河北省首批

精品在线课程；2019 年被评为河北省线上线下

混合金课及河北省优秀教学团队；2020 年被评

为首批国家一流线上本科课程。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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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教研室现有专任教师 24 人，包括

正教授 11 名，副教授 8 名，讲师 5 名。教研

室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5 人，硕士生导师 16

人。在学位结构上，24 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

学位的有 19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有 5 人。其

中，生理学科带头人武宇明教授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河北省教学名师，国家一流课程

《生理学》精品在线课程、线上线下混合金课、

虚拟仿真实验、优秀教学团队课程负责人，曾

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和河北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 2 项。生理学教研室在多年的学科建设

中，始终坚持教学和科研同时发展，相互促进，

并且始终坚持科研成果、设备为教学服务，注

重科研成果反哺教学，在教学中发现的新问题

还会成为促进展开研究的动力。 

教学方面，生理学教研室教学任务繁重，

承担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儿科学、眼视光医

学、法医学、康复医学等 25 个不同专业、不

同层次的生理学教学工作。每学年授课学生人

数达 4300 多名，授课学时达 5000 多学时。此

外，教研室还承担了机能学实验以及临床思维

能力训练（PBL/MBL），以及部分研究生的

必修和选修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之余，教研

室还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8 部，省部级等教材

9 部，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微课评比奖项 3

人次，承担各级教学课题 15 项，发表教学论

文 6 篇。 

科研方面，生理学科目前为（已经不再提）

河北省神经生理学重点实验室和河北省心脑

血管病防治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和支撑学科。生

理学科目前研究方向主要有心血管生理学、神

经生理学和低氧生理学。心血管生理学研究始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主

要研究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心功能和血管保

护作用，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面

上项目等多项基金支持，发表高水平 SCI 研究

论文数十篇，培养博士硕士生近百人，部分研

究成果于2020年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神经生理学方向应用光遗传学、化学遗传学、

膜片钳技术等多学科前沿技术研究呼吸和循

环的中枢调控机制，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及省部级基金的支持，发表多篇高水平 SCI

论文。低氧生理学始自 1997 年，主要应用功

能学、电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先

进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模拟高原的间歇性低压

低氧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低氧生理学的研究

在国内外独树一帜，本方向研究获得 973、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河北省

自然科学基金多项基金的资助，发表数十篇有

影响力的 SCI 论文，培养数十名博士和硕士研

究生，部分研究成果于 2013 年获得河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生理学科近 5 年发表科研论文

68 篇，出版各类专著 5 部，获得专利 3 项。培

养硕士研究生 24 名，博士研究生 18 名。近三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17 项，资助金

额达 842 万元，省级等各类资金共 20 项，获

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3 项。 

 

附：主要学科带头人简介 

武宇明，生理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河北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北省优秀省管专家，河北

省教学名师，河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河

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中国生理学

会理事，河北省生理科学会理事长。研究方向：

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

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面上项目等十余项

研究课题。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河北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1 项。 

王升，生理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河

北省神经生理学重点实验主任、河北省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现担任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和中国神经科学会应

激神经分会委员。担任 J Neurosci，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等多个国际期刊的审稿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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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呼吸神经生理学，致力于揭示睡眠

呼吸障碍疾病的发生机理和干预靶标。研究成

果发表 J Neurosci，Science, Hypertension，J 

Physiology-London 等国际主流期刊。 

 

 

 

 

 

编者按：2019 年 12 月 20-22 日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

术论文交流会在江苏南京顺利召开。由各省生理学会推荐的 52 名参赛选手的论文参加评选，会

议展示了选手们在生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专家对参评者论文和现场报告的

综合评选，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最佳表达奖、最佳答辩奖、最佳图表奖

各 1 名。从 2019 年第 6 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获奖者的参评论文综合摘要各一篇，

以飨读者。 

 

心肌细胞命运决定在心肌保护中的作用 

贝毅桦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200444 

一、作者介绍 

贝毅桦，上海市青年

科技启明星，上海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

心肌保护和修复，分别从

抵抗病理性心肌损伤和

促进心肌健康肥厚的角

度探索心肌保护和修复的干预策略。代表作

发表于《BMC Medicine》、《Theranostics》、

《 Seminars in Cell & Developmental 

Biology 》 、 《 Molecular Therapy-Nucleic 

Acids》、《Journal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Cardiology》等杂志。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青年项目 1

项。获得 2018 年上海大学“蔡冠深优秀青年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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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奖，2019 年第十六届江浙沪两省一市

生理学研讨会青年学术报告一等奖、2019 年

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全国青年优秀生理

学学术论文最佳答辩奖等奖项。目前是中国

药理学会表观遗传药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

中药协会心血管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

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

会、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基础

与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委员，

是上海市生理科学会常务秘书。担任《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Translational Research》杂

志副主编、《 Frontier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杂志副主编。 

二、工作介绍 

心力衰竭（以下简称心衰）是造成全球

疾病负担和死亡的重要病因。随着人口老龄

化加剧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如：高血压、血

脂异常、糖尿病等的发病增加，我国心衰的

患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目前的治疗措施只

能延缓心衰的发生发展，寻找有效防治心衰

的新方法具有重大意义。心肌保护和修复是

防治心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者长期着力

于心肌细胞命运决定在心肌保护中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一方面从心肌损伤的病理模型入

手，探索心衰的发病机制和治疗靶点；另一

方面从运动的生理模型入手，探索运动诱导

生理性心肌肥厚的关键分子对心肌损伤和心

衰的治疗作用。在氧化应激、炎症激活、钙

超载、线粒体损伤等多种病理因素的作用下，

心肌细胞凋亡是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发生早

期的重要病理改变，也是逐步进展为心室重

构和心衰的重要病理基础。抵抗心肌细胞的

凋亡是降低心肌细胞丢失、促进心肌保护和

修复 的重 要途 径， 其工 作发 现抗 菌 肽

Cathelicidin 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时显著

下调，而增加 Cathelicidin 蛋白可以抵抗心肌

细胞的凋亡，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BMC Med, 2019; 17(1): 42）。针对心脏衰

老的微小 RNA 调控机制，鉴定出微小

RNA-21 介导心脏衰老，抑制微小 RNA-21

可以减轻衰老所致的心肌损伤和心衰（J Mol 

Cell Cardiol, 2018; 115: 130-141）。在脓毒症

所致的心肌损伤中，发现微小 RNA-21-3p 和

微小 RNA-155 介导脓毒症诱导的心肌细胞

病理性肥大及凋亡，两者是防治脓毒症所致

心肌损伤和心衰的重要靶点（ J Mol Cell 

Cardiol, 2016; 94: 43-53; Mol Ther Nucleic 

Acids, 2016; 5(10): e374）。从运动促心肌健

康 肥 厚 的 分 子 机 制 入 手 ， 发 现 微 小

RNA-17-3p 介导运动诱导的生理性心肌肥

厚，微小 RNA-17-3p 可以促进心肌细胞的健

康肥大和增殖，抑制心肌细胞的凋亡，过表

达微小RNA-17-3p可以抵抗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后的心室重构和心衰（Theranostics, 

2017, 7(3): 664-676），同时发现心脏细胞增

殖是运动保护心肌所必需的（J Cell Mol Med, 

2017, 21(8): 1648-1655）。上述发表的工作

受到了 J Mol Cell Cardiol、Physiol Rev 等杂

志的评述和引用，受邀在 Theranostics、Semin 

Cell Dev Biol、Mol Ther Nucleic Acids 等杂

志撰写综述。综上，该系列研究围绕心肌细

胞的命运决定探索心肌损伤和修复的机制，

为心衰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和新途径。上述

工作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

年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上海市

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的资助。 

作者邮箱：beiyh36@shu.edu.cn 

三、个人获奖文章 

获奖论文 1：发现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时显著下调，而增加

Cathelicidin 蛋白可以抵抗心肌细胞凋亡，保

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Yihua Bei#, Li-Long Pan#, Qiulian 

Zhou#, Cuimei Zhao, Yuan Xie, Chengfei Wu, 

Xiangmin Meng, Huanyu Gu, Jiahong Xu, Lei 

Zhou, Joost PG Sluijter, Saumya Das, Birg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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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rberth, Jia Sun*, Junjie Xiao*, 

Cathelicidin-Related Antimicrobial Peptide 

Protects Against 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BMC Med, 2019;17(1):42 

摘要：抗菌肽 Cathelicidin 是一类重要的

内源性宿主防御肽，在炎症和免疫调节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在心血管病中，抗菌肽

Cathelicidin 可以调节炎症、免疫和微血管内

皮损伤。然而，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心肌缺

血再灌注损伤时对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及机

制先前是未知的。 

我们在小鼠心肌缺血再灌注（缺血 30

分钟，再灌注 24 小时）的急性损伤模型中，

发现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心肌梗死区和循

环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下降。基于分离

的新生小鼠心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鉴定出

抗菌肽 Cathelicidin 在心肌细胞的表达高于

成纤维细胞，提示其可能在心肌细胞发挥主

要作用。功能学实验表明，抑制 Cathelicidin

的表达会加重心肌细胞的凋亡和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相反，外源性给予 Cathelicidin

蛋白可以降低心肌细胞的凋亡和心肌缺血再

灌 注 损 伤 。 机 制 研 究 发 现 ， 抗 菌 肽

Cathelidicin通过激活 AKT 和 ERK1/2 信号通

路、促进下游转录因子 FoxO3a 的磷酸化及

出核，发挥抵抗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同时，

鉴定出 c-Jun 是抗菌肽 Cathelicidin 上游的调

控因子，可以在心肌细胞负调控其基因转录。

基于临床急性心梗患者入院时和随访 1 年的

临床资料，发现人源 Cathelicidin 抗菌肽

（LL-37）在心梗患者发病入院时的血清中

显著下降，循环血 LL-37/中性粒细胞的比值

与心梗患者一年后死亡或再入院的发生呈负

相关，这将有助于提示心梗患者的预后不良。 

获奖论文 2：从心脏衰老的微小 RNA 机

制出发，鉴定出微小 RNA-21 介导心脏衰老，

抑制微小 RNA-21 可以减轻衰老所致的心肌

损伤和心力衰竭 

Yihua Bei#, Xiaoting Wu#, Dragos 

Cretoiu, Jing Shi, Qiulian Zhou, Shenghui Lin, 

Hui Wang, Yan Cheng, Haifeng Zhang, Junjie 

Xiao*, Xinli Li*, miR-21 suppression prevents 

cardiac alterations induced by d-galactose and 

doxorubicin, J Mol Cell Cardiol, 2018, 115: 

130-141 

摘要：衰老是心血管病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心衰是 65 岁以上人群入院的主要原因

之一，心脏衰老所致的心肌损伤和心衰仍缺

乏有效的干预措施。心脏衰老时会出现心肌

细胞的丢失、自噬减弱及反应性肥大，进而

出现心脏纤维化及心功能下降。研究心脏衰

老的分子机制对改善衰老所致的心肌损伤和

心衰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从心脏衰老的微小 RNA 机制出发，

综合运用微小 RNA 芯片和荧光定量 PCR，

发现微小 RNA-21（miR-21，即 miR-21-5p）

在自然衰老小鼠心脏、D-半乳糖（D-gal）药

物诱导衰老小鼠心脏、阿霉素（Dox）体外

诱导心肌细胞衰老这 3 个模型中均显著上

调。在 Dox 诱导心肌细胞衰老的模型中，过

表达 miR-21 促进心肌细胞衰老（主要表现

为β-半乳糖苷酶活性增加，衰老相关基因

P16INK 及 P19ARF 表达上调而 TRF1、TRF2

及 TERT 表达下调），而抑制 miR-21 具有相

反的作用。通过机制研究鉴定出 PTEN 是

miR-21 的靶基因，PTEN 下调介导了 miR-21

促进心肌细胞衰老的作用。进一步基于

miR-21 敲除小鼠，发现敲除 miR-21 能够降

低 D-gal 药物诱导衰老所致的心肌损伤和心

衰，miR-21 可能成为治疗心脏衰老所致心衰

的干预靶点。 

获奖论文 3：从运动促心肌健康肥厚的分

子机制入手，发现微小 RNA-17-3p 介导运动

促心肌健康肥厚并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Jing Shi#, Yihua Bei#, Xiangqing Kong*, 

Xiaojun Liu, Zhiyong Lei, Tianzhao Xu,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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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Qinkao Xuan, Ping Chen, Jiahong Xu, 

Lin Che, Hui Liu, Jiuchang Zhong, Joost PG 

Sluijter, Xinli Li, Anthony Rosenzweig, Junjie 

Xiao*, miR-17-3p Contributes to 

Exercise-Induced Cardiac Growth and Protects 

against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Theranostics, 2017, 7(3): 664-676 

摘要：微小 RNA-17-92 簇可以促进出生

后和成年哺乳动物心脏心肌细胞的增殖，而

其在运动促心肌健康肥厚中的作用先前是未

知的。我们基于小鼠游泳 3 周诱导生理性心

肌肥厚的模型，采用荧光定量 PCR 检测微小

RNA-17-92 簇 成 员 的 表 达 ， 发 现 微 小

RNA-17-3p（miR-17-3p）在游泳组心脏（尤

其是心肌细胞）显著上调。通过功能学实验

发现，miR-17-3p 可以促进心肌细胞的体积

增大、增殖增加，并抵抗氧葡萄糖剥夺恢复

诱导的心肌细胞的凋亡。机制研究鉴定出

TIMP3 和 PTEN 是 miR-17-3p 的靶基因，两

者分别通过激活下游 EGFR/JNK/SP-1 通路

和 AKT 通路，介导 miR-17-3p 调控心肌细胞

增殖和肥大的效应。 

基于小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缺血 30

分钟，再灌注 4 周）的重构模型，在缺血再

灌注后 24 小时起通过尾静脉多次注射

miR-17-3p 的激动剂，发现增加 miR-17-3p

的表达可以减轻心肌细胞凋亡，促进心肌细

胞增殖，降低心脏纤维化，并改善心功能。

基于临床慢性心衰患者接受心肺运动试验前

后的血清样本，我们发现循环血 miR-17-3p

在运动后显著升高。综上，说明运动诱导

miR-17-3p 增加是一个防治心肌损伤和心衰

的新方法。

 

 

 

中国生理学会恭祝广大会员 2021 新年快乐 
 

各位亲爱的会员，新年好！ 

鼠报平安归玉宇，牛随吉瑞下天庭。在即

将过去的一年里，学会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长足进步，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 党建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学习

贯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 

2. IUPS2022 筹备进展:（1）鉴于目前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经 IUPS 和学会协商确定，第

39 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将延期至 2022 年 5 月

7-11 日在北京举行，IUPS2022 会议官网已同

步变更为 https://www.iups2022.com；（2）由

IUPS 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生理学会承

办 的 首 次 Pre-IUPS2022 education online 

workshop 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成功召开，推

动了 IUPS2022 education workshop 筹备进程。  

3. 创新会议模式，成功召开了中国生理学

会在线学术年会：2020 年 8 月 22-23 日，学会

首次采取线上会议形式召开了千人规模的学

术年会，在线点击率超 4 万，开创了线上会议

新模式，为线上线下混合式会议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4.《生理学报》呈现新面貌：（1）依托学

会各专业委会组织专辑和专栏，已完成生殖生

理学专辑，应激、内分泌与代谢，消化生理学，

呼吸生理学专栏出版；（2）依托学会教育教

学专家，开拓了教学专辑，已完成首个专辑出

版工作：后疫情时代我国医学生理学教育教学

改革与展望。《生理学报》入选“2020 年中国

新年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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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和“2020
年精品期刊目录”。 

5. 积极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工作：2020 年 4
月和 7 月以“智慧•交融•定义生理学教学新模

式”和“后疫情时代的生理学教学创新与探索”

为主题的在线教学国际研讨会（远程）。两次

国际生理学科教学研讨会，参会人数超过 3000
人，会议空前成功，与会者反响热烈，推进了

疫情下生理教学的顺利进行。 
6. 疫情防控和应急科普工作：（1）通过

科普平台宣传新冠疫情防御知识加强科普宣

传，同时推出了重庆大学出版社共同主编的

《新冠肺炎疫情后复工复学防护手册》科普书

籍；（2）开通疫情防控应激管理公众号。 
2021 年工作重点： 
1. 党建工作：深入学习贯彻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确立学会“十四

五”规划。 
2. IUPS2022 筹备工作：IUPS2022 call for 

symposium 将于 2021 年 1 月开通，请会员关

注会议官网 https://www.iups2022.com，积极组

织和推荐；2021 年 8 月 23-24 日在天津市社会

山 举 办 第 二 次 Pre-IUPS2022 education 
workshop。 

3. 学术会议：2021 年 8 月 20-22 日在天

津市社会山召开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

会暨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庆典，同期举

行张锡钧基金第十六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

学术论文交流会及第十四届全国青年生理学

工作者会议。 
衷心期望各位会员和生理界同仁一如既

往的支持学会工作！ 
在新年到来之际，恭祝您： 
牛年大吉，阖家安康，万事如意！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国际教学研讨会议                             生理学教学高峰论坛 
           (线上•2020. 04. 25）                           (成都•2020. 10. 23-25）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年会                          第 5 次常务理事会议 
           (线上•2020. 08. 22-23）                         （博鳌• 2020.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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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第 39 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IUPS2022）专题报告的通知 

IUPS2022：Call for Symposia 
 

尊敬的各位生理学界和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

同仁： 

您好！ 

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的第 39 届国际生理

学学术大会（IUPS2022）将于 2022 年 5 月 7-11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大会主题为“生

命的奇迹——整合与转化”。 

经 IUPS2022 国际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

现按照 IUPS2022 大会预定的筹备进程，公开征

集大会专题报告。请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登录

大会官方网站（https://www.iups2022. com/）进

行线上提交，关于组织专题报告的具体要求，请

详 阅 本 通 知 如 下 附 件 或 点 击 大 会 网 站

Notification 弹窗中的 Call for Symposia 链接。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 IUPS2022 学术委员

会共同主席 Ying-Shing Chan 教授  (yschan 

@hku.hk) 或 Ulrich Pohl 教授 (upohl@lmu.de)

直接联系。 

相信在各位的大力支持下，大会的学术

日程安排一定会吸引世界各地众多的生理学

工作者相聚于北京。  

感谢各位对中国生理学会的大力支持！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 1 月 7 日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Marvels of Life –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May 7-11, 2022 

CALL FOR SYMPOSIA 

January 3, 2021 

 

Dear Physiologists,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2022, will now be 

held in Beijing, China, at the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from May 7-11, 2022, hosted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  

We all hope that by then vaccine(s) against 

COVID-19 will be of high efficacy to prevent 

the disease and that travelling conditions will 

largely revert to the norm.  We anticipate that 

after such a long time of severe restrictions there 

will be a substantial need to keep up with 

scientific exchange at tru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e therefore expect that the IUPS Congress in 

Beijing will be an ideal starting point to resume 

in-person scientific exchange and to discuss most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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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results with fellow colleagues.  Please be 

assured that we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our speakers should the pandemic 

continue.  If, even in 2022, it were still 

necessary to reduce travelling and personal 

contacts, we are prepared to organize a hybrid 

meeting which includes lectures via internet 

connection.  

With the congress theme “Marvels of Life –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IUPS-2022 will 

again provide a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physiolog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gather 

and share discoveries of physiological principles 

and how these are integrated in life and 

translated into techniques and tools that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For your update,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 

(ISPC, see list of members appended below) has 

had its first meeting to formulate the outline of 

the program and to select Plenary and Keynote 

speakers.  Announcement of the selected 

speakers will be made soon.  

We invite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Symposia.  The guidelines 

for proposals submissions are presented below.  

All proposals are to be submitted through the 

Congress Website (http://www.iups2022.com) in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1, to March 31, 2021.  

All submissions will be finally considered by the 

ISPC in August 2021.  Announcement of the 

selected Symposia will be made in September 

2021. 

Queries related to the preparation can be 

directed to Ying-Shing Chan (yschan@hku.hk) 

or Ulrich Pohl (upohl@lmu.de), Co-Chairs of the 

ISPC of the IUPS-2022 Congress. 

With your active participation, we hope to 

create a programme that will attract physiolog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eijing.  

 

Sincerely yours, 

    

Ying-Shing Chan & Ulrich Pohl 

Co-Chairs, ISPC of the IUPS-2022 

Congress 

         

 

Guidelines for submission of proposal for Symposium. 
 

1) Each symposium will be of 2 hours 

duration and may include either (a) 5 invited 

speakers with 3 senior investigators and 2 

early-career investigators or (b) 4 senior 

investigators. 

(a) In the 3+2 format, each senior 

investigator will be allocated 25 min (20 min + 5 

min for questions) and each early-career 

investigator (below 40 year-old) will be allocated 

15 min (10 + 5).  You could nominate 3 senior 

and 2 early-career speakers, or you could 

nominate 3 senior speakers and 1 or nil 

early-career speaker. In that case, the program 

committee will select the early-career speaker(s) 

from submitted abstracts. 

(b) In the format with 4 senior 

investigators, each will have 30 min (25 + 5).   

Regardless of format, each session will 

have a Chair and may include a Co-Chair, both 

of whom MUST be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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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ile the main consideration of ISPC 

is to generate a scientific program of the highest 

quality, the ISPC will also strive to achieve 

balance with respect to sub-discipline, gender, 

nationality, and seniority. 

3) It is expected that every symposium 

will have basic budget support.  It is important 

that ALL potential speakers in proposed 

Symposia are aware that full reimbursement of 

travel expenses may not be possible.  However, 

registration fees for invited speakers will be 

waived.  The amount of support for each 

speaker will be announced in an official letter 

from the ISPC to the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respective symposium selected for the scientific 

program of the IUPS-2022 Congress. 

4) Prior to submission of each proposal, 

please ensure that all speakers have confirmed 

directly with you that, should your Symposium 

be selected by the ISPC, they will definitely 

attend the meeting, not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limited financial support as described in point 3. 

5) The person(s) proposing the 

symposium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peakers, including 

being a primary contact for speakers during the 

submission and review process, informing the 

speakers if the symposium bid is successful or 

not, ensuring that speakers submit abstracts of 

their talks when required by the ISPC, as well as 

fulfilling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6) The ISPC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versity of speakers 

(sub-discipline, gender, nationality, and seniority)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of the topic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physiologists, 

timeliness, the inclusion of modern concepts in 

physiological sciences, and the use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approaches. The 

ISPC will give priority to proposals that 

summarize advances or present conflicting views 

in rapidly developing areas in physiology. 

7) The ISPC reserves the right to combine 

elements of related Symposium proposals, and to 

adjust the spectrum of invited speakers. In these 

cases, the organizers of the Symposia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Co-Chairs of the ISPC about 

changes in their original proposals. 

 

Ying-Shing Chan    &    Ulrich Pohl 

Co-Chairs, ISPC of the IUPS-2022 

Congress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 

(ISPC) 
 

Representatives of CAPS 

Ying-Shing Chan (Co-Chair - China) 

1. Yun Wang  

2. Xiao-Min Wang 

3. Jia-Wei Zhou  

4. Jun-Fa Li  

5. Shi-Qiang Wang (Calcium Signaling) 

6. Yi Zhu (Cardiovascular System) 

7. Wei Kong (Circulation) 

8. Ming Fan (Comparative: Adaptation 

and Environment) 

9. Hai-Bin Wang (Endocr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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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on) 

10. Wei-Zhen Zhang (Metabolism and 

Digestion) 

11. Jian-Hong Luo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hysiology) 

12. Jian-Jun Wang ( Motor System) 

13. Tian-Le Xu (Neurobiology) 

14. You-Fei Guan ( Renal System) 

15. Zi-Qiang Luo ( Respiratory System) 

Representatives of IUPS 

Ulrich Pohl (Co-Chair – Germany) 

1. Julie Chan 

2. Susan Wray 

3. Peter Hunter 

4. Patricia Molina 

5. Heikki Kainulainen (Commission I – 

Locomotion) 

6. Alicia Mattiazzi (Commission II - 

Circulation and Respiration) 

7. Ludmila Filaretova (Commission III - 

Endocrine,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8. Katsuhiko Mikoshiba (Commission IV – 

Neurobiology) 

9. René Bindels (Commission V - Secretion 

and Absorption) 

10. Yoshihiro Kubo (Commission VI— 

Molecular and Cellular) 

11. Tobias Wang (Commission VII— 

Comparative: Evolution, Adaptation and 

Environment) 

12. Yang-Sook Chun (Commission VIII— 

Genomics and Biodiversity) 

13. Ashima Anand (Ethics Committee) 

14. Robert Carroll (Education Committee) 

15. Andrew McCulloch (Physiome 

Committee) 

December 2020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和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庆典 

暨张锡钧基金第 16 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 

及第 14 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第一轮通知） 

 

为更好地促进中国生理学各学科和各专

业委员会的融合发展，及时交流国内外科研成

果和学术动态，学会拟于 2021 年 8 月 21-22

日（20 日报到）在天津市召开“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95 周年

庆典暨张锡钧基金第 16 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

学学术论文交流会及第 14 届全国青年生理学

工作者学术会议”。年会将以各专业委员会联

合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本次会议将不仅展示

各专业委员会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最新科

研成就，也为生理学工作者提供在教学方法和

生理学实验技术等方面进行广泛交流的平台。

同时，会议期间将举办生理科学和医学科学仪

器展览、观摩及技术交流，实现企业和学会的

联动。 

一、会议时间：2021 年 8 月 21-22 日（20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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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到） 

二、会议地点：天津市（届时请参照第二

轮会议通知） 

三、会议方式：本次会议将以现场会议为

主，辅以线上方式。 

四、会议内容： 

1. 大会报告：由学会会员、理事等提名，

最终由年会学术委员会确定。 

2. 各专业委员会分会场报告：各专业委员

会组织遴选或自由申请。所有申请将提交大会

学术委员会审核。 

3. 张锡钧基金第 16 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

学学术论文报告：各省市按要求遴选优秀论

文，同时接受自由报名（报名网址详见第二轮

通知），经函审后确定口头报告者名单。获得

口头报告资格的青年生理工作者将在现场报

告。将从中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和

三等奖 3 名，以及最佳图表、最佳表达和最佳

答辩 3 个单项奖（具体事宜参看张锡钧基金第

16 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会会

议通知）。 

4. 第 14 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报告：由

中国生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并请按要求

从参加第 14 届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会议的投

稿中遴选出口头报告者（具体事宜参看第 14 届

全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通知）。 

5. 墙报展示：会议网站自由投稿，经学术委

员会审定后，同意展出者将由会务组通知作者。 

进行墙报展示的参会者按展板面积 90 cm

（宽）× 120 cm（高）制作墙报（中、英文均

可），字体以 1 米距离能看清楚为准，版面要

求：整洁、字体工整、线条清晰、画面美观、

内容精炼；需标明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名称、

城市和邮编（中文墙报需用中、英文同时标出

作者姓名、单位名称、城市和邮编）。按会议

指定的地点、展板位置和时间展示。 

本次会议将对墙报进行评比，对排名前

10%的优秀墙报予以奖励，并颁发优秀墙报证

书。有意参选者，请在递交摘要时在“是否参

加优秀壁报评奖”选项勾选“是”，否则无法参

选。每位优秀墙报参选者有 5 分钟展示汇报时

间。具体参加方式及时间由会务组通知，请参

选者提前做好准备。 

6. 生理科学和医学科学仪器展示交流会：

另行通知。 

五、征文要求和范围 

1. 凡 2021 年 8 月以前，未正式发表或未

在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上交流过的研究论文

均可应征。点击大会官网（大会网址详见第二

轮通知）-征文投稿栏目，完成论文摘要在线

提交，会议网址链接随后通知，请关注会议后

续进展。 

2. 应征论文摘要要求论点明确、叙述清

楚、文字精炼、在 800 字以内（含论文题目、

作者及单位）。论文摘要用中文或英文撰写均

可，文责自负。如果用中文投稿，寄摘要时必

须另附单页的英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和所

在城市的英文名称及邮编。中、英文一律用微

软 Word 编辑，文稿的编辑用如下格式： 

论文标题：中文稿用黑体（四号，居中），

英文稿用 Arial（四号，居中）。 

作者和单位：中文稿用宋体（小四号，居

中），英文稿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小

四号、居中）。 

正文：中文稿用宋体（小四号，两端对齐），

英文稿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号，两端对

对齐）。 

3．应征论文请在页面左上角用黑体（四

号字）注明论文摘要所属的征文分类（按专业

委员会分类）编号和主题（例如：1.神经生理

学；2.内分泌代谢；3.应用生理等）。论文的

分类编号和专业委员会及第十四届全国青年

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如下： 

(1) 神经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转化神经科

学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 内分泌代谢（中国生理学会内分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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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3) 应用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应用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4) 中医生理（中国生理学会中医院校生

理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5) 比较生理（中国生理学会比较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6) 运动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7) 呼吸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呼吸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8) 循环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循环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9) 肾脏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肾脏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0) 应激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应激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1) 血液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2) 消化与营养（中国生理学会消化与营

养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3) 疼痛转化（中国生理学会疼痛转化研

究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4) 生殖生理（中国生理学会生殖科学专

业委员会分会场） 

(15) 体适能研究（中国生理学会体适能研

究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6) 基质生物（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7) 整合生理（中国生理学会整合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8) 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中国生理学会

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19) 人体微生态（中国生理学会人体微生

态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0) 系统生理（中国生理学会系统生理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1) 干细胞生理（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

理学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2) 血栓与止血（中国生理学会血栓与止

血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3) 衰老与健康生理（中国生理学会衰老

与健康生理学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24) 青年生理学工作者报告（第十四届全

国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分会场） 

(25) 中国科学青年托举人才报告 

 六、会议注册费收费标准（会员和会议

前即时注册入会者既可享受优惠）

 2021 年 5 月 20 日前注册 2021 年 5 月 21 日-7 月 31 日注册 现场注册 

会员* 1200 元 1400 元 1600 元 

非会员 1400 元 1600 元 1800 元 

学生会员** 700 元 900 元 10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1000 元 1100 元 

备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 

*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会员是指已缴纳会费的会员（学会将根据交纳会费的记录界定）。 

** 享受优惠注册费的学生非会员需是注册时依然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注册时需在会议系统中提交学生证

的影印件。 

*** 博士后、实验室技师等不属于学生范畴。 

 

鼓励教研室或课题组统一将会议注册费

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号 

汇款时请注明“注册号+姓名+天津会议”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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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或通过扫码缴费： 

 
七、注册、投稿及住宿预定截止日期： 

1. 早注册缴费截止日期：2021 年 5 月 20 日 

2. 提交摘要截止日期：2021 年 6 月 20 日 

3. 在线注册截止日期：2021 年 7 月 31 日 

4. 在线注册和提交摘要网址：会议网址将

尽快公布，届时请关注或扫描二维码 

注册号：网上在线注册后，系统会为每一

位注册成功的代表生成一个注册号，汇款时请

务必注明会议注册号。 

个人注册号查看：个人中心-参会注册-个

人代表信息 注册号 

团队注册号查看：单位团体注册用户中心

-团队成员管理 注册号 

八、亦欢迎未投论文者注册后参加会议，

尤其欢迎在读研究生到会交流。会务组联系方

式如下： 

网站注册：闻默，wenmo@caps-china.org. cn 

论文投稿：梅竹，meizhu@caps-china.org. cn 

招商招展：李璐，lilu@caps-china.org.cn 

缴费开票：杨敬修，yangjingxiu@caps- 

china.org.cn 

专题报告会：周语章，zhouyuzhang@caps- 

china.org.cn 

会议咨询：010-85158601           

缴费咨询：010-85158602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 01 月 11 日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关于征集大会报告人和专题研讨会的通知 

 

尊敬的各位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会员， 

您好！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将于 2021

年 8 月 20-22 日于天津市召开，会议采用现场

会议为主，辅以线上的方式举行。此次学术会

议将以大会报告、专题研讨会、口头报告和墙

报展示等形式，就国内外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进

展和最新成果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为了提高本次学术会议水平，现特向各位

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和会员，征集大会报告

人和专题研讨会（每个专题研讨会报告人为

4-5 人，每个专题不多于 5 位报告人）。对大

会报告人的推荐意见应包括以下内容：被推荐

人简介、报告题目和简短的推荐理由以及被推

荐人确认参加此次会议的邮件，学会将对遴选

确定的特邀大会报告人给予相应的费用支持。

如组织专题研讨会，建议书中需包括该专题的

重要性和前沿性，确认参会的报告人姓名，并

附报告人向组织者反馈的书面确认信息。 

建议各专业委员会至少递交一项专题研讨

会建议书。在确保专题研讨会的数量和质量的前

提下，不同专业委员会也可联合递交建议书。 

请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前，将大会报告人

推荐意见和小型专题研讨会建议书电子版，发

送至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年会学术委员会将

依据提供的材料，遴选确定大会报告人和专题

研讨会数量。 

学会办公室联系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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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office@caps-china.org.cn 

会议咨询：010-85158601／010-85158602 

衷心感谢您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 2 月 1 日 

 
 

 

 

 

2020 年新入会会员名单（327 人）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工作单位及部门 

北京市（76 人） 

Government College University Faisalabad 

Arslan 
Iftikhar 

男 1989.2 博士 

Government 
College 

University 
Faisalabad 

北大附中探月学院 

董宜凡 男 1989.11 无 
北大附中 
探月学院 

北京大学（100000） 

曹  旸 男 1993.8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 

崔庆华 男 1976.10 教授 北京大学 

黄晓科 男 1993.9 无 北京大学 

李  璠 女 1996.11 分子生物学 北京大学 

李毓龙 男 1978.1 教授 北京大学 

林俊森 男 1997.11 无 北京大学 

刘岱儒 男 1994.2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 

陶  伟 男 1967.6 教授 北京大学 

许  翰 男 1994.11 无 北京大学 

姚  缘 女 1991.7 学生 北京大学 

张俊霞 女 1993.12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 

张文佳 女 1998.8 学生 北京大学 

张希寅 男 1998.12 学生 北京大学 

张  岩 男 1979.8 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 

郑  铭 女 1971.7 研究员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100000） 

胡晴媚 女 2000.8 无 
北京大学分子
医学研究所 

李嘉懿 女 1997.8 无 
北京大学分子
医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医学部（100191） 

陈柏荣 男 1998.3 无 北京大学医学部
高书文 男 1997.12 无 北京大学医学部

黄  薇 女 1968.11 副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李源庆 男 1990.11 无 北京大学医学部 
刘长允 男 1997.4 无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鹏程 男 1992.6 博士研究生 北京大学医学部 
吴  勍 女 1990.6 学生 北京大学医学部 
徐  超 男 1993.5 学生 北京大学医学部 
周子豪 男 1996.3 学生 北京大学医学部 
曹  峰 男 1995.9 无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100000） 

张二荃 男 1973.3 研究员 
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100875） 

赵  歌 男 1973.12 无 
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 

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100730） 

赵永强 男 1955.9 主任医师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100029） 

孙慧媛 女 1984.9 主治医师 
北京中医药 
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100078） 

梁  帅 女 1986.7 讲师 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方医院 

北医三院（100191） 

房  远 女 1991.11 无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100190） 

李素萍 女 1982.4 研究员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100081） 

邹宇婷 女 1994.12 无 解放军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100029） 

曹雪洁 女 1995.9 无 首都医科大学 
曾翔俊 女 1974.11 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沈倩影 女 1998.4 学生 首都医科大学 

学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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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100053） 

耿令令 女 1982.11 副研究员 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 

陆  静 女 1992.2 初级 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100191） 

时凯旋 女 1987.6 讲师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100094） 

柳彩芝 女 1990.11 助理研究员 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00101） 

刘昕鹤 男 1990.9 初级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100101） 

何楚婷 女 1996.6 学生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李裕静 女 1995.10 无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林  桥 男 1994.12 学生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刘光慧 男 1979.4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马  帅 男 1990.3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宋默识 女 1987.9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王  思 女 1987.12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王语涵 女 1996.9 无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张静静 女 1992.5 学生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李静宜 女 1990.4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100101） 

陈  畅 女 1968.4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

究所 

孟  姣 女 1985.7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

究所 

乔新华 女 1984.1 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

究所 

孙传鑫 男 1989.3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

究所 

孙淑慧 女 1989.3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

究所 

叶傲君 男 1994.12 无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

究所 

谢  婷 女 1996.7 硕士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

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00853） 

冀全博 男 1989.8 主治医师 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 

王观筠 男 1993.12 无 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 

王子乾 男 1996.11 住院医师 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 

吴阳勋 男 1993.10 无 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100730） 

兰  峰 男 1982.1 教授 中国医学科
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100730） 

陈厚早 男 1978.2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
学院基础医
学研究所 

中日友好医院（100029） 

孙艺红 女 1972.7 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谢万木 男 1978.1 副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翟振国 男 1972.8 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安徽省（38 人） 
安徽医科大学（238064） 

陶文娟 女 1979.8 讲师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230012） 

申晓刚 男 1991.4 助教 
安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30009） 

马成勋 男 1980.12 无 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235000） 

涂龙霞 女 1974.6 副教授 淮北职业技术
学院医学系 

皖南医学院（241002） 

查盈盈 女 1988.1 初级 皖南医学院 
陈  梦 女 2000.2 学生 皖南医学院 
陈  薇 女 1999.11 无 皖南医学院 
陈  月 女 2001.7 学生 皖南医学院 
崔姝涵 女 2000.12 学生 皖南医学院 
戴梦圆 女 2000.3 学生 皖南医学院 
窦润庭 男 2000.7 学生 皖南医学院 
方文灿 女 1999.5 学生 皖南医学院 
冯  静 女 1999.12 学生 皖南医学院 
冯清源 女 1999.7 学生 皖南医学院 
韩  煦 女 1999.6 无 皖南医学院 
何梁超 男 1997.9 学生 皖南医学院 
何仁可 男 1999.12 无 皖南医学院 
胡晓晓 女 2000.12 无 皖南医学院 
靳  娜 女 1993.6 无 皖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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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程 女 2000.12 学生 皖南医学院 
马怡菲 女 1999.10 无 皖南医学院 
宋  凡 女 1998.8 学生 皖南医学院 
孙晓娟 女 1999.4 学生 皖南医学院 
王怡凡 女 2002.3 学生 皖南医学院 
王煜婷 女 2000.3 无 皖南医学院 
卫志成 男 1999.1 无 皖南医学院 
邬亦昕 女 1998.2 无 皖南医学院 
吴金蓉 女 1993.1 无 皖南医学院 
吴琼波 女 1994.10 无 皖南医学院 
徐红敏 女 2000.10 学生 皖南医学院 
杨  琼 女 1999.8 无 皖南医学院 
杨鑫宇 女 1995.12 无 皖南医学院 
张  舒 男 1999.11 学生 皖南医学院 
张思雅 女 1999.2 学生 皖南医学院 
赵  琦 女 2000.8 学生 皖南医学院 
裴傲杰 女 2000.1 学生 皖南医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30026） 

傅斌清 女 1983.3 正高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周  波 男 1982.1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40103） 

郑昌成 男 1976.10 无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上海市（39 人） 
复旦大学（200433） 

程韵枫 女 1972.12 教授 复旦大学 
高  健 男 1995.3 无 复旦大学 
韩静轩 男 1997.1 无 复旦大学 
韩旭凌 男 1995.5 无 复旦大学 
梅振东 男 1991.1 无 复旦大学 
倪  挺 男 1977.12 教授 复旦大学 
阮承超 男 1982.11 研究员 复旦大学 
孙仲汉 男 1993.8 无 复旦大学 
魏  刚 男 1976.2 讲师 复旦大学 
谢良国 男 1996.2 无 复旦大学 
余  巍 男 1978.11 教授 复旦大学 
张辰生 男 1988.7 无 复旦大学 
郑  琰 女 1981.11 正高 复旦大学 

海军军医大学（200433） 

胡  婷 女 1997.8 学生 海军军医大学 
上海大学（200433） 

房文倩 女 1990.10 助理研究员 上海大学 
王  静 女 1990.4 副教授 上海大学 
王丽君 女 1987.8 讲师 上海大学 
朱玉娇 男 1993.2 无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心血管研究所（200444） 

杨婷婷 女 1993.1 学生 上海大学心
血管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200025） 

熊蔚瑶 女 1998.3 无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九附属医院（200011） 

刘洋洋 女 1987.4 主治医师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第
九附属医院 

陈骁楠 男 1995.2 学生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李  宾 女 1989.8 助理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林  昊 男 1995.1 无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潘建安 男 1994.4 无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杨天云 男 1995.11 无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张家毓 男 1983.8 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阳泽文 男 1993.10 助理实验师 
上海交通大
学第九人民

医院 

王鸿慧 女 1984.5 主治医师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魏  星 女 1995.5 硕士研究生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

医院 
上海科技大学（201210） 

向阳飞 男 1983.10 研究员 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市东方医院（310000） 

李  磊 女 1985.7 助理研究员 上海市东方医院 
李昀辉 女 1979.11 副研究员 上海市东方医院 
吴晨明 男 1983.12 助理研究员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体育学院（200438） 

尚延侠 女 1980.9 无 上海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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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200030） 

邓韵怡 女 1993.8 住院医师 
上海针灸经络

研究所 

同济大学（200092） 

陈玉平 男 1990.5 博士后 同济大学 
袁  健 男 1980.2 研究员 同济大学 

 
陕西省（34 人） 
空军军医大学（710038） 

姜文华 女 1997.5 研究生 空军军医大学

金珊珊 女 1992.12 科研助理 空军军医大学

李佳妮 女 1993.4 学员 空军军医大学

李  嘉 女 1979.8 副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

李  慢 女 1995.9 硕士研究生 空军军医大学

刘超阳 女 1996.4 学生 空军军医大学

刘美杰 女 1994.9 无 空军军医大学

楼  静 女 1995.11 暂无 空军军医大学

史  睿 女 1996.4 学生 空军军医大学

田苗苗 女 1986.11 助理研究员 空军军医大学

张  星 男 1983.4 副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710049） 

曹  可 女 1990.4 讲师 西安交通大学

陈  洋 女 1991.2 无 西安交通大学

冯梦雅 女 1996.4 学生 西安交通大学

冯智辉 男 1983.12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高  静 女 1986.4 助理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顾禹豪 男 1996.8 无 西安交通大学

韩戍君 女 1993.12 助理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龙建纲 男 1974.3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宋  茜 女 1986.3 中级 西安交通大学

王昌河 男 1982.8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许  洁 女 1989.3 助理研究员 西安交通大学

赵  琳 女 1985.10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10004） 

丁铭格 女 1985.6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系（710061） 

梁玲利 女 1980.4 无 
西安交通大学
基础医学院生

理系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710038） 

常  盼 女 1988.10 中级 西安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 

张  静 女 1989.2 初级 西安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 

西安医学院药学系（710021） 

吴方琴 女 1994.8 助理 西安医学院药
学系 

西北大学（710127） 

陈  蓉 女 1995.8 无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710129） 

秦兴华 男 1983.10 助理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张子绘 女 1990.1 博士后 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710032） 

闫文利 女 1967.6 副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军医 

大学 
 

江西省（29 人） 
赣南医学院（343100） 

王恺迪 女 1997.11 学生 赣南医学院 

江西省人民医院（330006） 

徐志成 男 1987.11 中级 江西省人民医院 

南昌大学（330000） 

陈文兵 男 1991.1 无 南昌大学 
段晶晶 女 1982.10 教授 南昌大学 
黄天鹅 女 1996.5 微生物 南昌大学 
刘伟新 女 1981.10 讲师 南昌大学 
刘  勇 男 1972.12 副教授 南昌大学 
王纯艳 女 1994.9 无 南昌大学 
吴安东 男 1987.8 中级 南昌大学 
吴  磊 女 1970.9 教授 南昌大学 
向  阳 男 1983.2 教授 南昌大学 
肖琬莉 女 1991.1 学生 南昌大学 
游文杰 男 1995.1 无 南昌大学 
张慧杰 女 1992.1 学生 南昌大学 
周  晶 女 1994.8 微生物学 南昌大学 
邹婷婷 女 1995.10 在读硕士 南昌大学 
邹  鑫 男 1995.8 无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330031） 

邹佳欣 女 1996.12 学生 南昌大学生命

科学研究院 

郑之恒 男 1994.2 无 南昌大学生命
科学研究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330006） 

丁  颖 女 1980.12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胡金柱 男 1982.2 副主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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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琳 女 1985.10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申  阳 男 1987.2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万  蓉 女 1987.2 助理研究员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谢金燕 女 1986.6 助理研究员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熊琴梅 女 1982.9 副主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周  慧 女 1982.9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周琼琼 女 1989.12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人类衰老研究所（330031） 

曾维荣 男 1998.5 学生 人类衰老研究所

 

江苏省（23 人） 
东南大学（210096） 

成于思 女 1983.11 讲师 东南大学 
付小龙 男 1989.8 助理研究员 东南大学 

江南大学（214122） 

郭梦婷 女 1997.4 无 江南大学 
彭一荻 男 1996.12 无 江南大学 
王  晟 女 1997.11 无 江南大学 
王志玮 男 1996.5 无 江南大学 
张  弛 男 1996.12 无 江南大学 

江苏大学（212013） 

吴  燕 女 1981.3 副教授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医学院（212001） 

严振宇 男 1998.11 无 江苏大学医学院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224005） 

姚  瑶 女 1987.12 讲师 江苏医药职业
学院 

解放军总医院（100081） 

尹  彤 女 1973.6 研究员 解放军总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211166） 

陈  瑜 女 1995.5 学生 南京医科大学

马腾飞 男 1977.7 无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210023） 

江玉翠 女 1989.3 实验师 南京中医药大学

战丽彬 女 1964.11 教授（二级）南京中医药大学

苏州大学（215006） 

邓  巍 男 1979.3 教授 苏州大学 

胡士军 男 1980.2 副所长 苏州大学 
任海刚 男 1982.2 副教授 苏州大学 
唐朝君 女 1981.8 副研究员 苏州大学 
武  艺 男 1965.3 教授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15006） 

韩  悦 女 1970.2 主任医师 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徐州医科大学（221004） 
胡西德 男 1993.1 无 徐州医科大学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215163） 

高  山 男 1976.1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苏
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 

 

湖北省（21 人） 
湖北省罗田县人民医院（438600） 

潘晓辉 男 1972.5 副主任医师 湖北省罗田县
人民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430074） 

胡立志 男 1989.10 主管技师 华中科技大学 
李  黎 男 1993.3 无 华中科技大学 
李晓光 男 1990.9 中级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 
李  岩 男 1985.8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余晓云 女 1981.4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30030） 

陈  红 女 1975.11 无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刘  彧 女 1987.9 初级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张  乐 男 1975.11 副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陈  敏 女 1990.5 助理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430022） 

胡  豫 男 1964.4
教授/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黄  恺 男 1969.3
教授/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梁明露 女 1988.4 主管技师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梅  恒 男 1981.12
教授/ 

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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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冯筱 女 1985.5 副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430019） 

方宇林 女 1987.12 主治医师
江汉大学附属
医院（武汉市
第六医院） 

三峡大学（443002） 

李自成 男 1977.12 副教授 三峡大学 

武汉协和医院（430022） 

杜  萌 女 1988.3 主治医师 武汉协和医院

许文静 女 1989.8 主治医师 武汉协和医院

杨  柳 女 1988.3 主治医师 武汉协和医院

 

广东省（18 人） 
广东省营养师协会（510060） 

冯秀娟 女 1985.8 理事 广东省营养师
协会 

广州创尔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10663） 

樊琛语 女 1982.12 助理研究员 
广州创尔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体育学院（510500） 

高东东 男 1989.11 助理研究员 广州体育学院

胡  敏 男 1900.1 无 广州体育学院

黄俊豪 男 1981.3 副研究员 广州体育学院

廖静雯 女 1988.7 副教授 广州体育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510631） 

高维维 女 1995.4 学生 华南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510631） 

李  杰 男 1997.3 硕士研究生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暨南大学（511486） 
葛远龙 男 1985.8 副研究员 暨南大学 
刘雷明 男 1983.2 副研究员 暨南大学 
杨  杰 女 1987.5 讲师 暨南大学 

深圳大学（518061） 

舒兴盛 男 1986.7 无 深圳大学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510530） 

郑  辉 男 1983.9 无 
中国科学院广
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518055） 

吴  敏 女 1989.11 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李兰香 女 1990.9 研究实习员 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 

中山大学（510275） 

伍  姝 女 1987.6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 
张  擎 男 1966.4 研究员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510080） 

农育新 男 1997.8 无 中山大学 
中山医学院 

 

浙江省（11 人） 
Institute of Ageing Research 

朱栩栋 男 1987.8 副研究员 
Institute of 

Ageing 
Research 

杭州师范大学（311121） 
丛羽生 男 1963.11 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 
张玲玲 女 1982.10 副研究员 杭州师范大学 

宁波大学医学院（315211） 

徐  佳 女 1990.5 讲师 宁波大学 
医学院 

宁波思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广成 男 1969.4 实验室主任 宁波思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医科大学（325000） 

黄丹娜 女 1996.7 学生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310058） 

胡  虎 男 1974.12 教授 浙江大学 
王  健 男 1961.4 教授 浙江大学 
温  煦 男 1982.8 教授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物理系（310012） 

方秋园 女 1995.2 无 
浙江大学基础
医学院生物物

理系 

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312028） 

叶雪威 女 1992.3 无 
浙江树人大学
树兰国际 
医学院 

四川省（10 人） 
成都中医药大学（611130） 

陈凤麟 女 1991.7 无 成都中医药大学 
孙梦娟 女 1990.2 初级 成都中医药大学 
吴嘉思 男 1989.12 无 成都中医药大学 
张  颖 女 1994.8 无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大学（610065） 

何威宏 男 1986.1 副研究员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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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610041） 

马永丹 女 1994.12 无 
四川大学华西
基础医学与法

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10065） 

代水平 女 1991.11 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 

吴锦晖 女 1971.9 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 

西南医科大学（646000） 

康新江 男 1974.2 研究员 西南医科大学

徐华栋 男 1987.8 副研究员 西南医科大学

 

海南省（7 人） 
海南大学（570228） 

张红 女 1988.10 中级 海南大学 

海南医学院（571199） 

郭峻莉 女 1979.5 研究员 海南医学院 
徐晓青 女 1994.12 无 海南医学院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570102） 

刘晓晓 女 1990.8 住院医师 
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 

施凯佳 女 1995.8 研究生在读 
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 

覃  雪 女 1995.4 无 
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 

赵  鋆 男 1992.2 住院医师 
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 
山东省（5 人）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274000） 

邢乾乾 女 1988.1 无 菏泽医学专科
学校 

青岛大学（266071） 
郇雪洁 女 1991.2 博士 青岛大学 

山东大学（250100） 
王向东 男 1962.8 教授 山东大学 
张豪杰 男 1995.11 学生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250012） 

侯  明 男 1962.10 主任医师 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 

 

河北省（4 人） 

河北医科大学（50017） 
王玉悦 女 1994.9 无 河北医科大学
张  凡 女 1986.7 无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50017） 

耿丹丹 女 1990.2 无 河北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050200） 

宋纪显 男 1994.4 学生 河北中医学院 

 

河南省（4 人）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华中分中心&华中阜外医院

（451464） 

唐  颢 男 1987.4 特聘副教授 
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华中分中心&
华中阜外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450003） 

李梦娟 女 1986.6 中级 河南省肿瘤 
医院 

付红勇 男 1989.2 助理研究员 河南省肿瘤医
院/肿瘤研究院 

龙华医院（200032） 

胡能伟 男 1977.11 教授 郑州大学 

 

福建省（2 人） 

福建医科大学（350108） 

卢癸凤 女 1989.10 无 福建医科大学 

华侨大学（362021） 

孟庆光 男 1978.2 教师 华侨大学 

 
湖南省（2 人） 

湖南大学（410082） 

崔  迪 女 1987.6 主任 湖南大学体质
健康中心 

邵阳学院（422000） 

韩维娜 女 1986.10 讲师 邵阳学院 

 
宁夏自治区（2人） 
宁夏医科大学（750004） 

何  瑞 女 1983.5 教授 宁夏医科大学 

银川市西夏区寻梦服装铺 

许  辉 男 1999.3 中级 银川市西夏区
寻梦服装铺 

山西省（2 人） 
山西医科大学（41000） 

冯艳林 女 1990.2 无 山西医科大学 
刘司麒 男 1995.12 研究生 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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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2 人） 
大理大学 

胡亚荣 男 1985.7 讲师 大理大学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55000） 

刘碧刚 男 1985.1 高级工程师 
云南省曲靖市
麒麟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广西自治区（1人） 
广西科技大学（545026） 

张锋雷 男 1981.12 讲师 广西科技大学

 
贵州省（1 人） 
重庆新桥医院（325006） 

耿  飞 男 1988.4 副教授 遵义医科大学

 

 

吉林省（1 人） 
长春中医药大学（130117） 

徐慧颖 女 1970.11 无 长春中医药大学 

 

天津市（1 人） 

天津医科大学（300050） 

王光燕 女 1992.11 博士研究生 天津医科大学 

 
重庆市（1 人） 

重庆医科大学（400016） 

韩智杰 男 1989.1 副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 

 

辽宁省（1 人）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6027） 

张旭 男 1994.8 住院医师 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学术活动 

1 

血液学基础与应

用湖南省重点实

验室启动大会暨

血液学学术交流

会议 

学术报告与学术交流 1 月 40 长沙 刘静
jingliucsu@hotmail.co

m 

2 
红细胞学术研讨

会 

红细胞发育调控及相关疾病

学术研讨会 
1 月 50 长沙 刘静

jingliucsu@hotmail.co

m 

3 

体医融合视角下

运动促健康交流

会 

研讨体适能促进健康的理

论，体适能测评的技术交流 
3 月 50 江苏 何辉 he_hui0402@126.com 

4 

中医药与脑稳态

调控专委会学术

年会 

开展为期 2 天的专委会学术

交流 

4 月 

8-10 日
200 武汉 曾燕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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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5 

中国生理学会肾

脏专业委员会年

度委员会议 

讨论委员会重大工作事宜，

讨论2020年会的具体组织与

安排 

4 月 50-60 待定
郝传明

陆利民
 

6 

第九届全国呼吸

系统重大疾病转

化医学学术论坛 

以特邀报告、专题报告、青

年论坛及墙报等形式展示呼

吸领域基础与临床研究进

展，促进基础与临床的深度

交流与合作 

4 月 200 成都 向阳 xyww4595@163.com 

7 
“感觉与情感”前沿

讨论会 

会议将聚焦感觉与情感，邀

请感觉研究领域的基础和临

床著名专家，共同研讨感觉

与情感的神经环路调控和调

控机制 

5 月 

21-23 日
100 西安 黄静 hjhb1220@163.com 

8 
血液稳态和代谢

调控学术研讨会 

拟围绕造血干细胞自我更

新、分化和恶性转化等过程

中代谢调控规律和潜在干预

策略，以及血液干细胞代谢

研究新技术和新交叉等方面

展开深入探讨 

5 月 50 上海 郑俊克
zhengjunke@shsmu.ed

u.cn 

9 
第四届中国血液

生理学大会 

会议聚焦血液学领域基础理

论和临床应用的创新性成果，

盛邀国际及国内血液学领域

的学者专家进行最新的专题

研究报告，并以壁报及口头报

告的方式进行论文交流 

5 月 500 广州 郝莎 haosha@ihcams.ac.cn 

10 

中国生理学会自

主神经分会学术

会议“中枢神经调

控外周脏器”论坛 

开展专委会学术年会交流，

为从事“中枢神经调控外周

器官功能”的基础、临床与开

发人员展示最新研究发现，

了解新进展，加强交流合作

等而提供的高水平学术平台 

5 月 100 深圳 王立平 lp.wang@siat.ac.cn 

11 
2021 整合生理学

学术研讨会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学会委员

为主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

旨在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多

学科间、基础研究与转化研

究的整合 

5 月 
50-10

0 
上海 张晓燕 wserien@163.com 

12 

青少年运动能力

测评指标体系研

讨 

科学评价青少年儿童运动能

力的指标和标准（讲座+论坛

+展会） 

7 月或 8

月 

80-10

0 
浙江 何辉 he_hui040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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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3 

中国生理学会 2021 

年学术年会和中国

生理学会成立95周

年庆典暨张锡钧基

金第十六届全国青

年优秀生理学学术

论文交流会及第十

四届全国青年生理

学工作者学术会议 

年会将以各专业委员会联合

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请各

专业委员会组织分会场并按

要求组织人员参会。同时，

会议期间将举办生理科学和

医学科学仪器展览、观摩及

技术交流，实现企业和学会

的联动 

8 月 

20-22 日

500-1

000
天津 

学会

办公室
 

14 
学术年会比较生理

学分会场 
学术报告和讨论 

8 月 

21-22 日
50 天津 陈强 chenq@lzu.edu.cn 

15 
Pre-IUPS2022 

education workshop 
IUPS2022 教学工作坊 

8 月 

23-24 日
500 天津 梅竹

meizhu@caps-china.org

.cn 

16 
内分泌代谢年度

学术交流会 

邀请代谢时空网络机制专家

到会，介绍研究进展和前沿

热点问题，鼓励青年学者探

索创新，交流合作 

8 月 100 天津 陈学群 chewyg@zju.edu.cn 

17 
陕西生理科学会

学术年会 

生理科学研究进展和教学比

赛 
8 月 130 延安 裴建明 jmpei8@fmmu.edu.cn 

18 

内分泌代谢和比

较生理专业委员

会联合专业委员

会议  

讨论专业委员会员发展和教

学成果，以及国内重要期刊

组稿 

8 月 60 天津

陈强 

陈学群

裴建明

chenq@lzu.edu.cn；

Jmpei8@fmmu.edu.cn 

19 年度学术交流 

组织干细胞生理专业委员会

成员开展2021年度学术交流，

推动专业委员会成员之间的

学术交流，分享最新学术进

展，推动同行之间的合作 

8 月 100 南宁 焦建伟  

20 

生理学全国学术

大会应激生理学

专题报告会 

在2021生理学全国学术大会

组织应激生理学专题报告

会，邀请四到五名国内外知

名教授报告应激生理学的最

近进展 

8 月 100
依托学

术大会
张勇 yzhang@tjus.edu.cn  

21 
第四届高原脑科

学高峰论坛 
高原习服与认知功能 8 月 100 拉萨

马海林

赵名
 

22 

第四届白血病干

细胞与微环境论

坛暨急性髓系白

血病耐药复发研

讨会 

会议将再次邀请了本领域的

优秀专家围绕白血病干细胞

的生物学特征、以及与骨髓

微环境的对话关系进行最新

的解读 

9 月 
100-1

50 
武汉 刘凌波

liulingbo@hust.edu.cn 

or lingboliu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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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23 

海峡两岸心血管

学术会议及 2021

年中国生理学会

心血管生理学术

会议 

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两岸三地心血管生理、病理

生理、药理学及心血管临床

专家就心血管最近进展进行

交流 

9 月或 10

月 
400 泸州 谭晓秋

tanxiaoqiu@swmu.edu.

cn 

24 

中国生理学会肾

脏专业委员会年

会 

组织特邀报告，专题报告和

青年论坛，讨论肾脏基础研

究与临床的前沿问题 

9 月或 10

月 

200-3

00 
待定

郝传明

陆利民
 

25 
应用生理学专委

会专题研讨会 

聚焦特种医学尤其是航空、

航天、航海医学以及高原医

学等领域内的医学健康问

题，讨论相关疾病的影响因

素、发生机制及防护措施研

究 

9 月 120 北京
朱玲玲

赵名
 

26 
巨核细胞与血小

板研究学术会议 
学术报告与学术交流 10 月 50 苏州 彭军 junpeng88@sina.com  

27 
跨专业委员会联

合学术活动 

拟邀请肾脏、代谢内分泌、

循环、呼吸生理等专业委员

会就前沿热点联合开展学术

活动 

11 月
100-1

50 
芜湖 郑丰 fzheng63@163.com 

28 

全国呼吸系统重

大疾病转化医学

高端论坛 

特邀全国呼吸领域学术带头

人及专家学者，以圆桌会议

形式对呼吸领域的研究工作

及合作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

流 

11 月 50 义乌 向阳 xyww4595@163.com 

29 

第二届中国生理

学会血栓与止血

专委会学术会议 

加强血栓与止血在全国以及

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

作；为扩大研究机构、学术

团体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提供

技术支撑 

待定 300 苏州 胡仁萍 hurenping@suda.edu.cn 

30 

中国血小板高峰

论坛暨第一次中

国生理学会血栓

与止血学术会议 

加强血液学科在全国以及国

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举荐优秀单位和个人申报学

会及省部级奖项 

待定 500 苏州 胡仁萍 hurenping@suda.edu.cn 

31 
血细胞图谱研究论

坛 

交流分享在单细胞组学研究

方面的相关成果，推动血细

胞图谱研究的医学创新 

待定 
50-10

0 
待定 郝莎 haosha@ihcam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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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32 
第五次全国基质

生物学学术会议 

大会内容涉及基质生物学、

干细胞生物学与应用、组织

微环境和肿瘤转移等多个领

域 

待定 350 苏州 李军 junli@shsci.org 

33 
疼痛与共情神经

科学研讨会 

开展学术交流，重点探讨疼

痛与共情神经科学研究的最

近进展 

待定 100 北京 胡理 huli@psych.ac.cn 

34 

2021 年中国生理

学会年学术会议-

消化与营养专业

委 员 会 组 织

symposium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会议 待定 100 待定 朱进霞 zhu_jx@ccmu.edu.cn 

35 

中国生理学会生

殖科学专业委员

会学术交流会 

就生殖生物学和生殖医学领

域某些热点问题开展交流 
待定 60 成都

许文明

王海滨

高路

roadgao@163.com 

36 

中国生理学会生

殖科学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 

重点交流我国在生殖细胞发

生、成熟、受精，早期胚胎

发育、着床、胎盘发育，动

物克隆、干细胞，辅助生殖

和生殖相关疾病等方面近年

来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待定 200 厦门
王海滨

高路
roadgao@163.com 

37 
第五次全国基质

生物学学术会议 

大会内容涉及基质生物学、干

细胞生物学与应用、组织微环

境和肿瘤转移等多个领域 

待定 350
江苏省

苏州市
李军 junli@shsci.org 

38 
人体微生态委员

会组织 symposium 
中国生理学会学术会议 待定 60 待定 田利 tianlisz@suda.edu.cn 

39 
肾脏专业委员会

空中论坛 

邀请肾脏领域内，领域外专

家介绍科研前沿及进展 
1 次/月

100-2

00 
线上

郝传明

陆利民

阮雄中

 

组织活动 

1 
应用生理学专委

会委员研讨会 

模拟太空训练馆、航空航天

展览馆等场所以及航天医学

基础与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4 月 
20-30

人 
北京

朱玲玲

赵名
 

2 
专委会领导调整

及委员增补 

整合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候任主任委员和副主

任委员调整，及委员变更和

增补等事宜进行讨论 

5 月 
全体

委员
上海 张晓燕 wserie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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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3 

中国生理学会中

医院校生理专业

委员会会议 

专委会委员年度交流，进行

专业委员会组织工作的汇报

及工作安排 

7 月 30 待定 曾辉 547349730@qq.com 

4 
比较生理学专业

委员会代表会议 

讨论专业委员会的工作，选

举专业委员会下任主任委员 
8月23日 20 天津 陈强 chenq@lzu.edu.cn 

5 
应激生理学专委

会会议 

讨论发展新会员工作以及专

委会参与 IUPS2021 大会筹

办的相关工作计划 

8 月 30 
依托学

术大会
张勇 yzhang@tjus.edu.cn  

6 

粤港澳大湾区脑

科学研究与转化

会议 

指导脑稳态与外周器官功能

调控等相关学术活动，协助

地方专委会相关组织的成立

与活动 

9 月 50 深圳 王立平 lp.wang@siat.ac.cn 

7 

中国生理学会循

环生理专委会会

议 

2021 年专委会会议，讨论专

委会工作，发展规划等 

9 月或 10

月 
46 泸州 谭晓秋 tanxiaoqiu@swmu.edu.cn 

8 

第三届粤港澳大

湾区脑病中医药

科创论坛 

协办该活动，组织区域内外

的会员参加相关学术探讨和

合作 

12 月 100 珠海 陈刚  

9 
全国运动生理学

网络会议 

继续举办全国运动生理学网

络会议共 16 期，上、下学期

各 8 期。拟邀请国内外相关

领域专家就运动生理学教

学、科研、投稿或者社会服

务工作进行研讨 

全年 500 线上 周越 chowyue@163.com 

10 

中国生理学会生

殖科学专业委员

会第二届委员会

理事会 

讨论和布置委员会年度工作

安排 
待定 50 成都

王海滨

高路

许文明

roadgao@163.com 

11 
组织专业委员会

内部交流 

组织专业委员会内部交流

2-3 次 
不定期

10 人/

次 
烟台 焦建伟  

12 

脑科学转化研究

与知识产权保护

研讨会 

邀请科研成果转化成功人士

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律师，

开展脑科学转化研究与应用

的研讨会，探讨科研成果转

化的经验和注意事项 

待定 100 待定 胡理 huli@psych.ac.cn 

13 
人体微生态专委

会委员全委会 
讨论 2022 年工作计划 待定 30 待定 田利 tianlisz@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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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14 
消化与营养专委

会委员全委会 
讨论 2022 年工作计划 待定 35 待定 朱进霞 zhu_jx@ccmu.edu.cn 

继续教育与培训 

1 专业培训 
参加中国生理学会举办的新

实验技术和研究方法培训 
待定 15 待定 陈强 chenq@lzu.edu.cn 

2 
前沿基础医学实

验技术探讨班 

通过组织国内医学院校工作

在一线的实验教师，业界领

先的实验设备提供商就项目

的目标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展

开，通过专家讲座，课件演

示和具体实验操作等方式进

行深入探讨，起到一个共同

提高的目的 

7 月 

13-17 日
90 滨州

学会办

公室
 

3 
膜片钳和心脏光

电技术培训班 

针对膜片钳、心脏光电标测

技术进行理论和实践培训 
7 月 40 泸州 谭晓秋 tanxiaoqiu@swmu.edu.cn 

4 

新型生理学与行

为学实验技术讲

座与培训班 

分享行为学研究的前沿成果，

行为学方法创新的新思路 

8 月 

5-8 日
90 蚌埠 李正红  

期刊活动 

1 
《生理学报》整合

生理学专刊 

将为《生理学报》组织一期

高水平学术专刊 
1 月 30 

《生理

学报》
管又飞 guanyf@dmu.edu.cn 

2 
联合主办<现代生

命科学研究>杂志 

中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创

办<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杂志 
3 月 50 长沙 刘静

jingliucsu@hotmail.co

m 

3 
General Psychiatry

杂志社交流 

与General psychiatry 杂志社

进行访问，讨论与该杂志长

期合作的可能性 

5 月 5 上海 陈刚  

4 
《心脏杂志》创刊

30 年纪念活动 

纪念仪式、专家座谈会、编

委会等 
10 月 100 西安 裴建明 jmpei8@fmmu.edu.cn 

5 
体适能青年学者

工作坊 

体适能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

交流研讨研究热点 
待定 50 上海 何辉 he_hui0402@126.com 

科普活动 

1 
中学生生物学科

普活动 

参观中南大学人体形态馆和

省博物馆 
6 月 30 长沙 刘静

jingliucsu@hotmail.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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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主要内容 时间 规模 地点 联系人 电话/邮箱 

2 脑、类脑与未来 

面向深圳市中小学生开展脑、

类脑与未来的科普活动，传授

基础神经科学知识，提升学生

对探索大脑奥秘的兴趣 

7 月 50 深圳 王立平 lp.wang@siat.ac.cn 

3 
内分泌和代谢系

统健康宣传 

组织相关委员线上科学普及

健康宣传，主要介绍内分泌

相关疾病的健康知识，主动

健康概念和预防措施。  

8 月 20 线上 龚凤英 fygong@sina.com 

4 

《体适能与体质

健康促进》著作编

写 

《体适能与体质健康促进》

著作编写 
12 月 20 北京 何辉 he_hui0402@126.com 

5 
建立专委会微信

公众号 

就大健康相关热点面向大众

进行科普 
全年 20 北京 何辉 he_hui0402@127.com 

6 科普讲座 

本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在各地

寻找机会进行科普讲座 3 场

以上 

全年 200 待定 陈强 chenq@lzu.edu.cn 

7 
全国运动生理学

同上一堂课 

拟在全国开展运动生理学网

络教学同步教学活动。召集

全国体育院校、师范院校体

育生在网络上共同听课，每

一章节内容由一个教师主

讲，实现全国学生都能享有

优质教学服务 

全年 100 线上 周越 chowyue@163.com 

8 
科学运动与营养

推广工作 
拟进行 2 期科普活动 全年  待定 周越  

9 
应激知识科普服

务系列活动 

由蒋春雷教授牵头，在包括

高校教师、科研人群和军人

群体等高压力职业人群开展

系列性应激生理学科普讲座

和科研成果推广与服务活

动，重点介绍“应激压力管

理”与“正念冥想的科学原理

和应用”等内容。预计全年以

上海为中心并辐射全国，开

展 10 场左右科普讲座 

全年 500 上海 蒋春雷 cljiang@vip.163.com  

10 创作发表科普文章 

本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在学会

网站或其它平台上发表科普

文章 5 篇以上 

全年 5 线上 陈强 chenq@lzu.edu.cn 

其他活动 

1 发展新会员 

发展中国生理学会新会员 5 人

和比较生理学专业委员会新

委员 3 人 

全年 5-10 全国 陈强 chenq@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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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公布 2020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以“公平、

公正、公开”为原则开展 2020 年度“中国生

命科学十大进展”的评选，延续了将项目成果

进行知识创新类和技术创新类分类推荐和评

选的方式，组织成员学会推荐，由生命科学、

生物技术和临床医学等领域同行资深专家评

选，并经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

审核，最终确定 8 个知识创新类和 2 个技术创

新类项目成果为 2020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

大进展”。 

本年度的评选，联合体成员学会推荐的项

目较往年数量明显增加，体现了“中国生命科

学十大进展”评选日臻完善，社会影响力与关

注度不断扩大；获奖项目中非院士主导项目所

占比例较往年大，体现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领

域后备力量强大。更为显著的是，本次入选项

目具有原创性突出、社会意义重大的特点，其

中知识创新类项目“蝗虫聚群成灾的奥秘：4-

乙烯基苯甲醚是蝗虫的群聚信息素”，在全球

范围内首次揭示了蝗虫群聚成灾的奥秘，对世

界蝗灾的控制和预测，解决世界粮食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知识创新类项目“首个新冠病毒蛋

白质三维结构的解析及两个临床候选药物的

发现”和技术创新类项目“新冠肺炎动物模型

的构建”对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

有重大意义。技术创新类项目“小麦抗赤霉基

因 Fhb7 的克隆、机理解析及育种利用”和知

识创新类项目“进食诱导胆固醇合成的机制及

降脂新药靶发现”聚焦国计民生和全民健康等

热点问题。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自 2015 年

起开展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评选工

作，旨在推动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充分

展示和宣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科技成

果。目前评选活动已连续开展 6 个年度。每年

公布评选结果后，邀请入选项目专家编写和出

版科普书籍，并举办交流会暨面向青少年的科

普报告会，向公众揭示生命科学的新奥秘，为

生命科学新技术的开发、医学新突破和生物经

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极大提高了生命科学

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现向社会

公布 2020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评

选结果（排名不分先后）。 

蝗虫聚群成灾的奥秘：4-乙烯基苯甲醚是

蝗虫的群聚信息素 

蝗灾对农业、经济和环境构成重大威胁。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康乐院士团队鉴

定到一种由群居型蝗虫特异性挥发的气味分

子 4-乙烯基苯甲醚（4VA），并从化学分析、

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

基因敲除、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证明 4VA 是

飞蝗群聚信息素。实验室合成的低剂量 4VA

能够吸引到大量野生蝗虫种群。该研究不仅揭

示了蝗虫群聚成灾的奥秘，还被认为是昆虫学

和化学生态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世界蝗

灾的控制和预测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提出的

基于昆虫化学感受操控的4种防治策略被认为

是未来害虫绿色防控的新方向。《自然》杂志

（Nature）配发编者按和专门评述文章，F1000 

Prime 评价推荐系统给予最高推荐，世界主要

媒体都争相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 

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Nature，2020，

584：584-588）。   

首个新冠病毒蛋白质三维结构的解析及

两个临床候选药物的发现 

科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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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解

析新冠病毒关键药物靶点的三维结构，揭示药

靶的重要特征，开发特效药迫在眉睫。 

新冠病毒的主蛋白酶在病毒生活周期中

起关键调节作用，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药物靶

点。上海科技大学等单位组成抗新冠联合攻关

团队，在国际上率先解析了新冠病毒关键药靶

主蛋白酶与抑制剂复合物的高分辨率三维结

构，这也是世界上首个被解析的新冠病毒蛋白

质的三维空间结构；阐明了抑制剂精确靶向主

蛋白酶的作用机制；发现依布硒和双硫仑等老

药或临床药物是靶向主蛋白酶的抗病毒小分

子，且二者已被美国 FDA 批准进入临床 II 期

试验，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上述成果为抗新

冠药物的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Nature，2020，

582：289-293）。  

器官衰老的机制及调控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举

措，而科学研究衰老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基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研究组、曲

静研究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张维

绮研究组及北京大学汤富酬研究组合作，系统

解析了灵长类动物重要器官衰老的标记物和

调控靶标；揭示了老年个体易感新冠病毒的分

子机制；在系统生物学水平阐明热量限制通过

调节机体免疫炎症通路延缓衰老的新机制；发

现基于核心节律蛋白过表达的基因治疗可缓

解增龄性小鼠骨关节变性并促进关节软骨再

生。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器官衰老机制

的理解，为建立衰老及相关疾病的早期预警和

科学应对策略奠定了重要基础。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细胞》（Cell，2020，

180：585-600；Cell，2020，180：984-1001）

和《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2020，10：

1-18）等杂志。 

新冠肺炎动物模型的构建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动物模型是科研攻关

五大主攻方向之一，是阐明致病机制和传播途

径、筛选药物和评价疫苗的基础研究工作。发

现与鉴定对新冠病毒敏感的动物、研制检测动

物体内病毒的试剂、使动物准确模拟疾病临床

表现，是造模的三个关键难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

川团队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武桂珍、谭文杰团队，中国医学科学院

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王健伟团队合作，通过比较

医学分析，培育了病毒受体高度人源化的动

物，建立了模型特异的检测技术，证实了病毒

入侵受体，遵循科赫法则证实了致病病原体，

揭示了新冠肺炎免疫特征和病理特征，再现了

病毒感染、复制、宿主免疫和病理发生过程，

系统模拟了新冠肺炎的不同临床特征，在国际

上第一个构建了动物模型。 

应用动物模型，阐明了系列疾病机理，筛

选到了系列有效药物，完成了国家部署的 80%

以上疫苗评价，模型研制方法和标准提供给世

界卫生组织（WHO），供国际研究使用。 

该成果发表于《自然》（Nature，2020 Jul；

583：830-833）和《动物模型与实验医学》杂

志（Animal Model & Experimental Medicine，

2020 Mar 30；3：93-97）。 

人脑发育关键细胞与调控网络 

脑是人类智能活动的物质载体，研究发育

过程中脑结构功能的建立，将揭示智能形成的

细胞和分子机制，同时为相关医学应用提供理

论线索与技术方案。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晓群课题

组、北京师范大学吴倩课题组和北京大学汤富

酬课题组展开合作，通过高通量单细胞组学分

析对人类胚胎发育关键期的海马体、下丘脑、

大脑皮层多亚区以及视网膜进行了细胞构成图

谱及基因调控网络研究，对关键细胞类型的功

能发育进行了追踪，揭示了多个脑区发育的关

键时间节点与基因，详细绘制了人脑的动态发

育蓝图，为相关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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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在《自然》（Nature, 

2020, 577：531-536）、《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2020，11：4063）等杂志。 

发现行为调控抗体免疫的脑-脾神经通路 

我们的生活经验暗示，从冥想到体育锻炼等

行为可能增强免疫力。然而，大脑活动是否可以

直接控制发生在脾脏等淋巴器官内的免疫反应，

长久以来并没有严格的实验证据支持。 

清华大学免疫学研究所祁海课题组、上海

科技大学胡霁课题组以及清华大学麦戈文脑

科学研究所钟毅课题组通力合作，在小鼠模型

里发现，脾脏如果丧失神经支配，疫苗接种后

机体就不能正常产生抗体。进一步实验表明，

这是因为大脑内被称为中央杏仁核和室旁核

的区域有一类 CRH 神经元与脾神经相连。激

活 CRH 神经元，会增加脾神经活动，进而可

以增进疫苗接种产生的抗体；反之，抑制 CRH

神经元会降低疫苗的效力。进而他们还设计出

了一种小鼠的行为范式，可以通过激活这一新

发现的脑-脾神经通路来达到增强抗体产生的

效果。这些发现，首次建立了大脑活动可以增

进抗体产生的一条神经通路，指出了将来利用

锻炼、冥想等行为增强疫苗效果、加强人体免

疫力的可能。 

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Nature，2020，

581：204-208）。  

进食诱导胆固醇合成的机制及降脂新药

靶发现 

胆固醇是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脂质，但太

多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人在进食碳水化合物

时，胆固醇主要靠自身合成获得。合成胆固醇

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因此哺乳动物只在进食后

才上调合成，饥饿时则抑制，这其中的机制长

期不清楚。 

武汉大学宋保亮实验室在胆固醇领域取

得新的突破，该团队发现进食碳水化合物后，

血液中升高的葡萄糖和胰岛素促使肝脏中

USP20 蛋白被磷酸化修饰，USP20 稳定胆固醇

合成途径限速酶 HMGCR，从而上调胆固醇合

成。抑制 USP20，降低血脂、减肥及增加胰岛

素敏感性。该发现不仅揭示了人体的营养感应

机制，还证明 USP20 可以作为新的降脂药物

研发靶点。这一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将惠及全民

健康。 

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Nature，2020，

588：479-484）。 

提高绿色革命作物品种氮肥利用效率的

新机制 

面向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战略需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傅向东研究团队在水稻高产和氮高效

协同调控机制领域获得重要突破。研究发现了

赤霉素信号转导途径新组分 NGR5 通过介导

组蛋白甲基化修饰来调控植物响应土壤氮素

水平的变化，同时与生长阻遏因子 DELLA 蛋

白竞争性结合赤霉素受体 GID1，实现赤霉素

调控植物生长发育。在高产水稻品种中增加

NGR5 的表达可在减少氮肥的条件下，仍可获

得高产。该发现找到了一条既能保证高产提高

又能降低氮肥投入、减少环境污染的育种新策

略，为培育“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的

绿色高产高效新品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农业

生产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成果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于《科学》杂

志（Science 367 eaaz2046, 2020）。 

小麦抗赤霉基因 Fhb7 的克隆、机理解析

及育种利用 

镰孢菌引起的小麦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癌

症”，抗源稀缺，是威胁粮食安全的重大国际

性难题。 

山东农业大学孔令让研究团队历时20年，

从小麦近缘属植物长穗偃麦草中首次克隆出

主效抗赤霉病基因 Fhb7 并阐明其功能、抗病

机理和水平转移进化机制。同时，利用远缘杂

交将 Fhb7 转移到推广小麦品种中，赤霉病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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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现稳定，且对产量没有显著负面影响。目

前团队选育的多个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系已进

入国家及省级区域试验或生产试验，并被纳入

我国小麦良种联合攻关计划，为解决小麦赤霉

病世界性难题提供了“金钥匙”。另外，Fhb7

对镰孢菌分泌的单端孢霉稀族毒素的广谱解

毒功能，有望应用于其他作物抗镰孢菌病害的

遗传改良，以及解决粮食和饲料中的霉菌毒素

污染问题。 

该成果发表于《科学》杂志（Science，2020，

368：eaba5435）。 

抗原受体信号转导机制及其在 CAR-T 治

疗中的应用 

CAR-T 细胞治疗已经成功地应用于肿瘤

的临床治疗，但面临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和细

胞持续性低等挑战。CAR 的信号元件来自抗

原受体 TCR 的 CD3ζ链以及共刺激分子如

CD28。目前对 CAR 的改造主要集中在共刺激

信号元件，而忽视了抗原信号元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许琛琦研究组、北京大学医学部黄超兰

研究组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惠恩夫

研究组合作，通过定量质谱和生化方法发现

TCR 的 CD3z 链具有特殊的信号转导功能，

可以同时招募抑制性分子 Csk 和活化性分子

PI3K。将 CD3z 胞内区加入临床使用的 CAR

序列中，可使得 CAR-T 细胞持续性更好，抗

肿瘤功能更强，并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的风

险降低。 

该成果发表于《细胞》杂志（Cell，2020，

182：855-871） 

来源：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发布日期：202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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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产品简介 
 

 

我公司从事医用换能器的研制、生产已近 40 年，从配套二道仪、光电的多道仪、平衡记录仪，到配套多家国内

外的生物信号采集系统，与澳大利亚生产的生物信号采集系统配套 10 多年，其中压力、张力、心音、脉搏换能

器等已取得欧盟检测许可证，压力换能器、张力换能器已经在生产技术上、工艺上突破了技术难点，能做到机能

教学使用的免定标、易排气泡，不用排气泡，过载能力大，不易损坏，科研使用的稳定性好，测量范围广，分辨

率高等特点 

     
      
 
 

     
 
 
 

     
 
 
 

     
 
 
 
 
公司名称：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99 号摩码大厦 1018 室 
电话：（010）85988769     （010）85987769（传真）   13701369580 
邮编：100026 
网址：www.xinhangxingye.com 
邮箱：1370369580@163.com 

仪器之窗 

XH1000 型 
等长张力换能器 

JZ101 型 
张力换能器 

JZ100E 型 
张力换能器 

JZ100 型 
免定标张力换能器 

JZ101 型 
免定标张力换能器 

yp9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XH100 型 
免定标血压传感器 

yp2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yp1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HX200 型 
呼吸流量换能器 

HX101 型 
呼吸换能器 

MP100 型 
夹子式脉搏换能器

大鼠小鼠尾压阻断套 小鼠脉搏换能器
HX400 型 

人体呼吸换能器 

HX100 型 
呼吸换能器 

刺激、保护电极
XJ100 型 

心音换能器 
XH1000 型 

足底触痛换能器
大鼠脉搏换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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